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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下旬，“创课进校园”第三站公益活动走进河北邢台思源实验学校，活动最
后，本报发布了“发现合作教研新样态”成果报告，全面解读了3.0版观课评课体
系。本期，我们全文呈现这一报告，以飨读者。

本着“落地思维”的办会原则，“创课进
校园”第三站公益活动改变了过去观课议
课的程序，特别设置了“学情观察员”“学生
评课团”“教师评课团”和“专家评课团”，组
成了多元观课与研学的视角。这次跨区域
的合作教研活动，打破了以往的常态性观
课评课程序，让一线教师体验了一次全新
的观课评课流程。

合作教研要用好“三只眼”

3.0 版观课评课体系是基于当前听
评课中存在的问题所提出的。

过去的听评课忽略了对学生“学”的
关注，或者说关注得不够精细；过去的听
评课往往容易陷入“一言堂”的局面，缺
乏平等对话与分享的文化；过去的听评
课往往是凭经验和感觉，缺乏借助工具
和数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过去的听评
课往往讲优点多、讲缺点少，浅层次问题
多、深层次问题少，同质化问题多、创新
性观点少。

日本教育学者佐藤学曾说，研究教育
需要用好“三只眼”：一是飞鸟之眼，二是蜻
蜓之眼，三是蚂蚁之眼。飞鸟之眼关注的是
宏观层面，能够高瞻远瞩，却往往浮光掠
影；蜻蜓之眼关注的是中观层面，多个角度
观察课堂，重心下移却可能蜻蜓点水；蚂蚁
之眼关注的是微观层面，所见有限却精确
细致。

过 去 我 们 习 惯 于 使 用 飞 鸟 之 眼 观
课，也尝试过蜻蜓之眼，但对蚂蚁之眼使
用得远远不够。课堂观察与研究不仅需
要飞鸟之眼、蜻蜓之眼，也需要近距离、
切片式、放大镜下解剖课堂的蚂蚁之眼。

“三只眼”各有侧重，互为补充，“三只眼”
只有一起使用，才能构成多角度、多维度
的 观 课 体 系 ，从 而 更 好 地 还 原 课 堂 的
本真。

当前的校本教研制度大致有三种样
态：一是听课评课，二是观课议课，三是课
堂观察。

听课评课中的“听”和“评”，是以旁观
者身份关注教师的“教”，往往是以权威者
的姿态自上而下评判一节课的得失，重在
评教。

观课议课中的“观”和“议”，体现了上
课教师与观课议课者之间的平等对话。

“观”的重点是使用观课工具，观察重心开
始向学生的表现转移，注重以学评教；“议”
的重点是以此为案例，发现更多可能性，旨
在诊断与发展。

课堂观察则是借助观察量表，让课堂
研究实现从定性到定量的突破。

在上述三种样态的基础上，我们引
入了学情观察员、六顶思考帽等做法，
本着简易、可操作、常态化原则，提出了
一种校本教研新样态——“多元观教与
研学”。

基于此，我们将过去“重在评教”的听
课评课称为“1.0 版本”，也即“中医式评
课”；然后将重心逐步下移、对话更为平等、
使用观课工具进行的课堂观察称为“2.0版
本”，即“西医式评课”；我们将多元视角观
课、重视学情观察的观教与研学称为“3.0
版本”。

3.0 版观课评课体系旨在优化观课议
课的程序，借助更多的工具，运用中西医结
合的方式精准评课、精细评课，让多元观教
与研学真正有效落地。3.0版观课评课体系
的提出不是取代以前的标准，而是为了纠
偏，是基于整合对传统听评课制度的迭代
与更新。

多元观教与研学的三大策略

学情观察
学情观察员要近距离与学生接触，重

点观察和研究学生的学，在不干扰学生正
常学习的前提下，与小组学生坐在一起，开
展基于第一现场、基于证据的学情观察，聚
焦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用描述的方式重
点关注、记录学生的学习样态。

一次完整的学情观察与分析活动可分
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了解教材和学情信息。
学情观察员首先要改变原来自由观

课、自选座位的做法，以学情观察员的身份
深入小组内部，明确学情观察的记录规则
及相关注意事项。

学情观察员要整体感知教材，提前 3
分钟进入课堂，了解所在小组成员的姓名、
角色分工等情况。

第二阶段：倾听、观察与记录。
学情观察员的职责是倾听、观察并记

录学情，不参与、不干扰学生的学习。学情
观察员如实记录教师发出指令的有效性、
组员的学习状态及偶发事件；记录学生的
观点、神情、动作，看同伴之间是否能平等
合作，是否能相互倾听。

第三阶段：分享与反馈学情。
学情观察员如实反馈、充分分享观察

到的学情，采用立体化、描述性、叙事性的
语言讲述课堂上的细节与故事。学情反馈
既可能是感动自己的某个细节，是某个学
生学习状态前后的变化，也可能是小组合
作学习中存在的某些问题。

上课教师借助学情观察员反馈的学
情，可以更好地促进课后复盘，改进、完
善、优化自己的教学策略。学情观察员破
解了年轻教师议课时不会说或说不到点
子上的尴尬状况。

课堂上的学情瞬息万变，一位教师面
对几十名学生，这种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上
课教师很难关注到每一名学生，而学情观
察员就像上课教师的“第三只眼”，可以协
助其发现更多学情。

重视对学情的观察，就是避免上课教
师做课堂上的“盲人”。我们日常所了解的
学情多是抽象的、集体的，只是丰富而庞杂
学情的冰山一角。所以，借助学情观察员，
上课教师和观课教师可以发现更真实、更
多元的学情。

学生立场
改进课堂，学生不能缺席。课堂改革需

要坚守的一个重要立场就是学生立场。所
以，在多元观教与研学中，我们提出了要坚
守学生立场的策略。当我们的课堂需要不
断改进和优化时，请不要忘记听取来自学
生的声音。有时候“问计于生”比“问计于专

家”可能更有效。课堂研究应该基于学生、
为了学生，课堂研究不可忽视学生立场，要
让学生成为课堂研究的直接受益者。

坚守学生立场有三种方式可以参考：
一是学生作为学习者要发声，学生是课
堂学习的主角，课堂到底怎么样他们最
有发言权。可以听取一下学生这节课收
获了什么，还有哪些遗憾和注意的事项；
二是来自学生视角的观课，学生评课团
反馈这节课自己在教师和其他学生身上
学到了什么，又发现了哪些问题和建议，
学生真正作为平等的对话者参与评课；
三是来自不同方面的评课信息要同时向
上课学生直接反馈。过去听评课主要指
向教，期待教师教学的改变带动学生学
习的改变，而多元观教与研学重在教情、
学情的双向改变，从间接反馈走向直接
反馈，因为同样的问题反馈，学生往往会
先于教师而改变。

课堂研究学生不能缺席。最有权评价
课堂、教师的是听课学生。同时，邀请不同
层次的学生代表参与观课议课，教师应放
下架子，用平等心态倾听学生的看法。

向学生直接反馈观课建议。除了直接
向授课教师反馈学情记录外，更重要的是
学情观察员要直接向所在组学生反馈学
情，对存在的问题从学的角度提出建议。各
小组学情观察员协商后，还可以对整个班
级反馈学情观察结果，同时提出改进建议
和策略。

六顶思考帽
“六顶思考帽”是英国学者爱德华·德

博诺开发的一种可以全面思考问题的思维
训练模型。它提供了“平行思维”的工具，避
免将时间浪费在互相争执上。运用六顶思
考帽，将会使混乱的思考变得更清晰，使团
体中无意义的争论变成集思广益的创造，
使每个人变得富有创造性。

六顶思考帽，顾名思义是六种不同颜
色的帽子，放在合作教研的背景下，代表六
个不同的观课视角，对教师教学活动进行
有针对性的观察。

白色思考帽代表中立和客观，思考
的是客观的事实和数据，观课时要注意
收 集 数 据 和 细 节 ；红 色 思 考 帽 代 表 情
绪、直觉和感情，提供的是感性的看法；
黑色思考帽代表冷静和严肃，意味着小
心和谨慎，重点发现问题所在，直击课
堂教学中的痛点和不足；黄色思考帽代
表阳光和价值，是乐观、充满希望的积
极思考，以欣赏的眼光重点发现教学中
的优点、闪光点；绿色思考帽是草地和
蔬菜的颜色，代表丰富、肥沃和生机，指
向的是创造性和新观点，主要基于课堂
教学中创新点的分析；蓝色思考帽是冷
色，也是高高在上的天空的颜色，是对
思考过程和其他思考帽的控制和组织，

负 责 作 出 结 论 。蓝 色 思 考 帽 要 统 揽 全
局，最后对所有评课人的评价和上课教
师的教学进行综合性系统评价。

借助六顶思考帽这一思维工具，可以
提高评课的针对性和效率，可以消除自我
的偏见，集中更多的精力在某段时间做一
件事情，可以更好地促进头脑风暴，可以有
效听取别人的意见。

多元观教与研学的流程

多元观教与研学可以参考如下流程。
本着师生在课堂上都要自我反思、同

伴互助、专业引领的主导思想，先要建立教
师评课团、学情观察团、专家评课团，同年
级其他班学生代表组成学生评课团、学情
观察团，高年级优秀学生则组成学生专家
议课团，在观教研学前简要听取上课教师
的课堂设计理念、思路、目标。同时，几个评
课团要分工到位，观课工具准备到位。

现场根据分工进行多元观教与研学，
在不干扰学生、小组学习的基础上做好相
关记录。尤其是学情观察员，要当好上课教
师的“第三只眼”。

上课结束后召开多元观教与研学信息
反馈会。

这一环节的流程，先是由师生两组学
情观察团向观察小组直接反馈观察到的学
情，同时对上课教师提出改进建议、措施。
两组专家评课团也要直接对本班学生表现
进行评价和指导。

上课教师、学生、组长代表进行自我反
思。上课教师主要谈设计理念、意图、成功
及遗憾的地方，学生主要谈目标达成度及
个人小组表现。

师生两组学情观察团代表向上课教师
反馈学情，只描述不评价。师生两组评课团
要谈自己学到了什么，以及对教师的建议。
两组专家评课团进行具体指导。

最后是教师、学生、专家三方平等对话。
在专家对共性问题进行专业引领的基础上，
所有人围绕“找出自己教学痛点、描述自己
痛点、找到痛点方法”写出反思。

专家评课则要发挥其“变压器”的作
用，变“高压”为“低压”，即使用理论工具解
释具体的教学案例，把高深的理论通过通
俗的解读，易于让一线教师接受；同时要能
变“低压”为“高压”，即把一线教师的经验
性叙述进行总结提升，上升到理论层面，找
到对应的理论支撑。

多元观教与研学的七大走向

从校本教研走向跨校合作教研，有
利于打破校内教研学术观点的同质化，
打破同事之间的审美疲劳，进而实现教
研动力的顺利切换。多元观教与研学作

为校本教研和跨校合作教研的重要方
式，让教研变得更加开放、更加落地。概
而论之，多元观教与研学将完成“七大走
向”的转型。

一是从观教走向研学。设立学情观察
员，从观教走向研学。课堂研究应该基于
学生、为了学生，从过去过度关注教师和
重在评教，走向重在观察学情、研究学情，
进而“以学评教”。

二是从专业立场走向学生立场。从过
去基于教学研究、为了改进教师教的“专业
立场”的评课，走向促进学生学的“学生立
场”的评课。课堂研究不可忽视学生立场，
应让学生成为课堂研究的直接受益者，因
为改进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促进
学生的学。

三是从评判与鉴别走向诊断与改进。
评课目的从解剖别人、反思自己，提升到基
于诊断、改进从而实现共同提升。课堂研究
不能仅仅停留在评判别人和自我反思的层
面，更要走向基于诊断而不断改进。多元观
教与研学所提供的众多一手资料更有利于
课后复盘，有利于改进、完善、优化自己的
教学策略。

四是从单一视角走向多元视角。立体、
多维、多主体的议课体系，让议课的真实
性、客观性大大增强，也使传统的单一同质
化观课视角，走向多元、跨界、改进、创生的
全新视角。

五是从旁观走向协同。观课教师角色
转变，使其从旁观者走向亲临者，观课更加
投入、专注。多元观教与研学，重在通过宏
观、中观、微观的不同视角，多尺度、多主体
对真实教情、学情进行协同观察。

六是从重点看流程设计走向看学程设
计。课堂教学不只是先学后教、少教多学这
么简单的“学教翻转”，更重要的是，在此基
础上教师能否设计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让学生真正经历学习。学程设计包含了“学
什么”和“怎么学”的系统设计，是对教师专
业素养的一大挑战。

七是推进传统的听评课从“结论+举
例”的演绎式点评，走向“案例+分析”的探
究式对话。

课堂改革是一道永远期待求解的未知
方程。没有一种经验是一成不变的，都需要
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优化。

多元观教与研学，可以更多地改进教、
促进学。需要提醒的是：1. 听评课的升级
迭代不是取代，而是优化。2. 每一个阶段
对课堂关注的重点不同，观课评课的方式
也不同。3. 跨校合作教研每学期可以尝试
一次，日常的校本教研不必严格按照多元
观教与研学的流程去做，可以简化执行，一
切基于实际需求来选择教研策略和程序。

（作者王红顺系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
理事长）

□本报记者 褚清源 □王红顺

发现合作教研新样态
——3.0版观课评课体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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